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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Y视讯持股5%
以上股东姚国际所持信
用账户股票遭遇爆仓。
GQY视讯股价从7月11日
短短6个交易日，累计上
涨49.57%。

●慧球科技实际控制
人顾国平爆仓提出辞职
后，慧球科技连涨3日，涨
幅累计达24.52%。

●曾遭遇平仓危机的
华仁药业最终重组方案通
过 ，复 牌 后 股 价 大 涨
66.95%。

●曾有平仓危机的恒
康医疗、海虹控股、银河生
物等个股，股价均在近期
出现不同程度反弹

大股东爆了仓伤心欲绝 近期股价却大幅反弹

很意外 平仓概念股“咸鱼翻身”
贷款找个贷中心
利息低至3厘

近日，个贷中心积极响应政策，为
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者提
供贷款支持。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
企业拨打028-86748844或者去个贷
中心（体育场路2号，近天府广场旁）申
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抵押、额
度高、放款快，银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
款产品，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
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
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
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
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
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证担
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
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还款方
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
无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转
资金，也可以拨打028-86748844申
请汽车抵押贷款。只要资料审核完
毕，最快两小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
息低至8厘。此外，个贷中心还打通各
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
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的
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前不久，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
周转，奔驰车被相关机构查封，不到
半小时，他通过个贷中心向银行申请
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个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
工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无
抵押轻松贷。

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
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以
用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一个
放大贷；还可以用购买的商业保险，
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理应
急贷款。总之，只要你想贷款，没有抵
押也可轻松贷到100万。温馨提醒：只
要你打通个贷中心028-86748844，
就能拿到超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IP价格炒上了天
想赚钱 还看吸粉能力行不行
成都商报记者揭秘行业疯炒下IP的“含金量”

7月23日晚，一则市民“驱车前往张
沟游玩不小心擦挂村民的车，赔了5000
元”的网帖在朋友圈疯传。成都商报记者
多方求证发现，两车发生小擦挂属实，最
终游客确实拿出5000元才得以离开。目
前，当地相关部门要求村民在扣除修车
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游客。

7月23日上午，乐山市民丁先生和家
人一起共10人驾驶两辆小汽车到张沟游
玩。当天下午4时许，一行人准备从张沟返
回乐山。

据丁先生介绍，当时在一处农家乐附
近，一辆宝骏牌小汽车逆向挡在路口，等了
大约1分钟宝骏车还没让开，他就按了几下
喇叭。结果对方车稍微退了下，丁先生的车
不小心和对方车发生了擦挂，“后叶子板靠
保险杠的位置擦到了，并不严重。”

“擦挂后我们停车，宝骏车司机就跑
过来，在旁边小卖部拿个凳子放我们车
面前拦住了我的车。”丁先生称，无奈之
下，他只好报了警。”

丁先生介绍说，交警到达现场拍照
后也发现是小问题，不过，丁先生觉得

“不想私了，毕竟不是我们责任。”最终，
交警勘查了现场，让双方到高桥交警中
队处理，但宝骏车主不愿意，也不让丁先
生的车走，并叫来其父亲拦在车头前面。
随后，丁先生在交警建议下拨打了110。

最后，宝骏车主提出要6000元赔偿。
丁先生一行人认为对方要价太高，遂要求
先把车开到山下，由交警和派出所处理。
不过，对方坚持把车留山上处理好拿了钱
才能开车走。

丁先生称，直到当晚9时许，经反复协
商，他们一行人只好拿出5000元，签下了
调解协议，还要写上是自愿调解的。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当事人
提供的图片发现，张某某的宝骏车右侧后
轮胎叶子板处有一处擦挂，面积不大。记
者相继咨询了两家汽修厂工人，他们估计
这个擦挂200元就可以修好。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辗转联系上
宝骏车主张先生，他是张沟本地人，在当
地经营农家乐。对于7月23日发生的事，张
先生称，当时对方擦挂了他的车，还想一
跑了之，才把他的车拦了下来。

而对于擦挂造成的损失，张先生说，他
没有修过车，也不知道修车要好多钱，他估
计起码要两三千元，而且修车还要耽搁时
间。最主要是对方态度不好，所以才要求赔
6000元，最终协商赔了5000元。

昨日晚，成都商报记者从峨眉山市相
关部门获悉，经过进一步调查及协商，丁
先生和宝骏车主张先生已达成一致意见，
将在扣除张先生实际修车费用后，全部退
还给丁先生。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
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
风险自担。

上周，大盘弱得有点没脾气。
虽然周四反弹，结束了此前的五连
阴，但周五沪指再次下跌26.19点，
以3012.82点报收，3000点整数关口
面临考验。

本轮反弹行情，市场在7月13
日“冲顶”，随后出现了一周多时间
的调整。而随着缩量调整的不断延
续，很多人开始担心，今年下半年
还有行情吗？达哥与牛博士就未来
行情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您好，此前沪指周
线三连阳之后，上周市场开始调整

了，你对上周市场的走势如何评价？
道达：上周，市场之所以走得

这么弱，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是，
其他一些重要指数，已经遇到了压
力位。比如，我近期经常提到的中
证流通指数，以及深成指和创业板
指数，其实都距离年线位置很近，
这个位置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在上周日我们的对话
中，我也曾经说过，沪指周线三连
阳之后，市场出现一周到两周的调
整，这是比较正常的，并不一定会
改变反弹趋势。而从上周市场的表
现来看，虽然市场运行情况确实很
弱，成交量也明显萎缩，但还没有
弱到无法接受的地步。

如果再看一下沪指的周线，上
周沪指累计下跌了1.36%，其实也
就只跌了41.48点，所以暂时也没有
必要太过担心。之前我多次强调，
沪指5周均线（目前位于2968点附

近，如果本周不涨不跌的话，应该
在2990点以上了），这是一个比较
重要的点位，如果跌破这一均线，
我会考虑减仓，如果不跌破，则继
续维持之前的仓位。所以，接下来
我将依然按照这样的计划来控制
仓位。

牛博士：不过，我觉得上周五
市场的调整，还真是有些让人担
忧，这对市场信心打击不小。你认
为今年下半年，A股市场还有行
情吗？

道达：如果要说整个下半年行
情的话，这就把时间周期拉长了。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沪指年
K线的角度，再来看看今年的行情。
今年第一个交易日，沪指以3536点
开盘，这也基本成为全年最高点。截
至目前，沪指年K线是一根几乎没
有上影线的光秃秃的阴线。A股历
史上，类似这种光头阴线的年K线，

只在2010年出现过一次。
不过，当年的年K线存在17点

的上影线。而在2010年的下半年，
确实出现过一次较为有力的秋季
行情。而今年，上影线只有可怜的2
个点，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这个
角度看，似乎今年下半年的行情也
不至于这样就草草了事了。

牛博士：你觉得今年有没有可
能复制2010年的走势？

道达：2010年下半年的行情，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大盘在7
月见底，走出了一波有力的反弹，
8月和9月展开震荡。不过，真正的
行情，从10月份开始，不仅指数站
上了年线，而且险些突破年初的
高点。

不过，今年能否出现当年那么
有力的反弹行情，我暂时不敢这么
乐观。目前，沪指连4月份的高点都
还没突破，年初的高点在3500点上

方，更有些遥不可及。所以，就行情
未来的判断来说，还是要走一步看
一步。

另外，沪指年K线在2014年和
2015年已经收出阳线，近20年来，
沪指还没有出现过年K线三连阳的
走势。

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年下半年
即便反弹行情还会延续，大家期望
值不要太高。还有一点差点忘了提，
马上奥运会又要开始了，这似乎也
不是什么好消息。2008年和2012年
两届奥运会，A股走势都不乐观，这
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张道达）

年线处再现悬念 A股下半年会有奇迹吗？

几百元的小擦挂
赔了5000才走脱
游客峨眉张沟遇高价索赔，相关部门要求
村民扣除修车费后退还余款

平仓股反弹引市场关注

当Pokemon Go一夜间风靡全
球，反映出大众对AR技术的认可
时，GQY视讯股价从7月11日迎来
惊人飙涨，短短6个交易日，累计
上涨49.57%，期间创出今年最高纪
录18.29元，逼近20.61元的历史最
高 价 。但 要 知 道 ，一 个 多 月 前 ，
GQY视讯深陷股东爆仓泥沼，股
价不足10元。

5月31日，QGY视讯公告称，持
股5%以上股东姚国际通知公司，由
于资本市场大幅调整等不可抗力
的原因，造成其账户亏损严重无法
偿还融资，银河证券于5月20日开
始对姚国际所持信用账户股票实
施强制平仓，强平价格在9.39元/
股。在姚国际被强平后不久，GQY
视讯股价持续反弹，本月借AR之
风遭资金爆炒。

无独有偶，股东同样遭遇强平
的慧球科技，股价也在短期出现
大涨。

去年一直增持慧球科技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顾国平，今年不仅
遭遇强平，日前其更离职慧球科
技，卸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资
料显示，顾国平通过4只资管计划
杠杆持有慧球科技2500万股股份，
其中，通过德邦慧金1号资管计划
增持841.5万股。今年1月4日~1月
18日，慧球科技股价从27元左右一
路跌至15.8元，致使德邦慧金1号
不幸爆仓。

尽管顾国平也曾努力尝试注
入资产以谋求重组，但由于其本身
与标的物涉及诉讼而屡屡失败。6
月23日，慧球科技又突然收到证监
会的调查通知书，称需要公司配合
调查。多方压力下，7月7日，慧球科
技正式宣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
复牌。复牌后，慧球科技一度跌至
13.5元，7月13日，由于汇增2号资管
计划的补仓资金未到位，因此该产
品进取级委托人（即顾国平）份额
已灭失，上述资管计划与顾国平已
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无奈之
下，顾国平提交辞职报告。

然而，就在顾国平提出辞职
后，慧球科技连涨3日，涨幅累计达
24.52%，资金接力爆炒。

相比慧球科技，同样遭遇平仓
危机的华仁药业就要幸运得多。于
1月选择停牌重组的华仁药业，最
终重组方案通过，复牌后股价大涨
66.95%，平仓危机迎刃而解。

此外，今年曾有平仓危机的恒
康医疗、海虹控股、银河生物等个
股，均在近期得到资金强烈关注，
股价出现不同程度反弹。

三因素支撑平仓反弹逻辑

那么，明明有平仓风险，缘何
资金会对这类“黑天鹅”个股表示
强烈的关注呢？有分析人士认为，
或是三大因素在刺激平仓概念股。

首先，股东若已遭遇强平，那
么短期卖空风险降低，市场容易
理解为利空出尽。如果没有遭遇
强平而又涉及大股东，大股东或
有稳定股价的利好措施，华仁药
业就是个例子。

其次，有平仓风险的个股，有
的经历了长时间停牌，复牌后有补
涨需求；而没有停牌的个股，股价
在长期低迷、底部震荡后，当市场
资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时，一旦
出现像GQY视讯以及慧球科技这
样的反弹标杆股，同类个股也容易
受到资金关注。

第三，从市场资金炒作心理来
看，遭遇平仓的股东多是增持等原
因高位买入股份，因市场大环境不
佳导致买入股份被套触及平仓线。
因此，在逼近平仓线附近时，只要
市场环境有改善，股价上涨反弹的
概率高于继续下跌最终导致强平
的概率。

记者注意到，长江证券认为，
根据累计融资额与大股东持股数
比例，可以计算出预警价。观察当
前股价下跌幅度以及股价到预警
价之间的“距离”，可以衡量股东自
救意愿强弱。股东一旦表现出较强
的自救意愿，后期股价往往有持续
反弹的机会。

（每日经济新闻）

近日，GQY视讯
一飞冲天、慧球科技绝
地反击，让市场再度聚
焦平仓概念股，其背
后到底存在怎样的
上涨逻辑？记者展
开了调查。

曾是烫手
的山芋，令
投资者躲
闪不及；

曾是实控人
眼里的“黑
天鹅”，在谁
头上盘旋谁
就 郁 闷 不
已。

然而，她却在近期大

盘停滞不前时表现得
格外“勾魂”，掀起一
波强势反弹——她
就是平仓概念股。

她， 她，

IP热 版权费水涨船高

IP 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
缩写，意为知识产权，一本书、一首
歌甚至一个名词都可能成为热门
IP，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音乐、游
戏……

IP热下，各种改编的版权费也
是水涨船高。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
骏回忆，10年前，一部热门小说的
电视剧版权费在三四十万元就算
贵的了，现在同类等级的价格最低
也要五六千万元。被誉为“谍战剧
之父”的麦家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称，他的小说《解密》在2002
年就被影视公司看中，电影加电视
改编权一共卖了50万元，其中电影
卖了 18 万，电视剧 32 万。几年前，
这部小说电视剧改编权再卖给华
策时，其售价已经达到了100万。

IP产业链游戏回报最高

随着作品的版权划分逐步细
化，一个IP可能会延伸出电影、电
视剧、网络剧、舞台剧、游戏、动漫
等。在IP产业链上，游戏大概是回
报最高的一环。在热门IP和游戏的
结合上，《花千骨》堪称典范。《花千
骨》在6月9日播出，手游则在6月
25日上线。马中骏表示，《花千骨》
的电视剧盈利大概在1亿多，而《花
千骨》游戏的利润应该有3亿多元。
事实上，热门IP电视剧改编成手游
在业内已经不是稀罕事，根据《中

国IP改编手游报告》显示，2015年
最畅销的100款手游中，有49款改
编自热门影视剧，IP游戏的收入占
比达到了 59.3%。今年暑期档的热
门 IP 电视剧中，包括已经开播的

《九州天空城》和即将播出的《幻
城》都会推出手游。

IP手游赚钱，但背后的乱象不
少。此前，包括《鬼吹灯》、《花千骨》
都曾出现手游的版权纠纷。另一方
面，IP 手游的持续周期并不算长。
手游业内人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大部分IP游戏都依靠“粉丝经济”，
最大问题是其可持续性和用户的

粘合度，一旦电视剧大结局后，对
游戏的关注度就相应大量减少。

IP新方向 粉丝话剧、衍生品

在影视IP产业链上，此前并不
受关注的话剧、舞台剧也带来了较
高的回报，业界对此有一个颇为中
性的词语——粉丝话剧。业内人士
认为，一方面，大的IP会衍生出话
剧；另一方面，影响力高的话剧也
会衍生出影视剧。数据显示，去年
有5部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如《夏
洛特烦恼》。

今年6月15日，《花千骨》的制
片人唐丽君宣布，《花千骨》的同名电
影和舞台剧开始启动。2016年4月28
日，舞台剧《盗墓笔记Ⅲ：云顶天宫》
在上海文化广场开启新一轮演出，
1000万原著粉蜂拥而至。根据制作
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7月17
日，舞台剧《盗墓笔记1》首演，3年3
部，截至去年底，《盗墓笔记》系列舞
台剧在全国巡演逾200场，累计票房
收入超过1.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 IP 开
发中，大多还是以影视剧、音乐、卡
通、话剧为主，在消费类衍生品方
面却差了不少。

并非所有IP都值得开发

所有的热门IP都能全产业链

开发吗？答案是否定的。“《花千
骨》、《老九门》、《鬼吹灯》这类玄幻
题材最具成功可能性，但青春、商
战题材无一例外，目前还无成功先
例。”一位游戏开发工程师这样说。

在马中骏看来，IP开发的实质
其实是粉丝经济的再延伸，一个完
善的IP产业链开发前提首先要有
一个大的统筹安排，理解故事的核
心价值到底是什么，通过挖掘核心
价值之后进行再分配，在找到相匹
配的用户群的基础上分别深入了
解电影、电视、网络、主题公园、游
戏、戏剧等项目的匹配度。

业内人士认为，“IP产业链”这
件事的特性是“一损俱损”，每个项
目的开发都要做到极致，产业链上
能够环环相扣，是IP取得最大价值
的基本条件。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要说 IP 是近年
来最火热的词语，恐
怕一点都不为过。从
去年至今，IP 热从影
视蔓延到了游戏、动
漫等领域，IP 开发的
模式也更加多元化，
图书、影视剧、游戏、
动漫、衍生品等联动，
让一些IP的所有者赚
得是盆满钵盈。

IP 到底是如何赚
钱的？有了 IP 就真能
躺着赚钱？近日，成都
商 报 记 者 进 行 了 采
访，揭秘行业疯炒下
IP的真正价值。

《花千骨》游戏截图


